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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轨迹大数据的高效点‐轨迹 k近邻（point to trajectory k nearest neighbor, P2T_kNN）查询处理需

求，提出了一种融合时空剖分和轨迹分段的轨迹组织方法，其核心思想是在对轨迹作时间剖分的基础上，利用

离散全球网格系统（discrete global grid system, DGGS）在空间上进行再次剖分，从而利用两次剖分得到的时

空单元编码来索引落入其中的轨迹片段。在此基础上利用分布式列式存储技术设计了面向轨迹大数据的

P2T_kNN查询处理框架，提出了一种顾及轨迹数据空间分布的自适应空间单元搜索算法，即通过分析轨迹数

据在给定时间约束下的空间分异特征，动态调整空间单元的搜索步长，从而提升了轨迹稀疏区域的处理效率。

针对亿级轨迹的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适用于轨迹大数据的 P2T_kNN查询处理，在轨迹稠密与稀疏区域的平

均查询响应时间均小于 1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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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导航定位技术的进步、移动互联网的发

展和智能终端的普及，人们能够愈加方便地获取

并记录关于人、车、动物与自然现象（如台风、雨

云）等移动对象的轨迹数据［1］。目前，交通行业

（如优步、滴滴出行等）和开放街道地图（Open‐
StreetMap，OSM）等众源门户已经汇聚了大量轨

迹数据，且其规模与日俱增，已形成轨迹大数据。

海量的轨迹数据为人们理解自然和社会的变化

规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信息，促进了基于位置的

社交网络、智能交通系统和城市计算的发展［2］。

轨迹大数据携带的时空信息也催生了许多基于

轨迹的应用，如传染病潜在接触人员追溯［3］、个性

化路线推荐［4］、路网生成与更新等。

在上述应用中，人们通常希望查询在某一时

间范围内经过指定地点附近的轨迹。例如，在传

染病潜在接触人员追溯中，需要查询近期经过疫

情暴发地附近的人员或车辆轨迹，更进一步地，

可能需要查询与这些人员或车辆轨迹存在时空

相关性的轨迹，以追溯潜在的接触人员；当游客

前往陌生景点时，希望查询最近经过该景点附近

的轨迹，将其路线作为下一步的出行参考［5］；在利

用轨迹生成或更新局部路网时，需要获取最近一

段时间内经过相应范围的轨迹。显然，上述应用

需要根据地理空间位置从大规模轨迹数据集中高

效查询出带有时间约束的最近邻轨迹。因此，本

文面向轨迹大数据，利用分布式存储技术研究具

有一定时间约束的点-轨迹 k近邻（point to trajecto‐
ry k nearest neighbor，P2T_kNN）查询处理问题。

目前，已有学者对 P2T_kNN查询处理进行

了研究。文献［6-7］使用 R树或全局堆［7］等数据

结构设计了高效的 P2T_kNN查询算法。然而，

这些研究只关注轨迹的空间语义，难以满足带时

间约束的 P2T_kNN查询需求。更重要的是，这

些方法侧重于算法设计，仅适用于集中式存储方

案。为满足大规模时空数据的存储及查询需求，

越来越多的研究试图在非关系型数据库（not on‐
ly SQL，NoSQL）［8］上建立时空数据引擎，充分利

用其非固化模式与分布式存储来实现时空数据

的 高 效 存 储 与 查 询［9］。 MD-HBase［10-11］和 G-

HBase［12］借助 Z阶曲线在 HBase［13］之上建立了高

效的空间索引，支持空间点数据的快速 k近邻查

询，但是对时间语义的支持不足。GeoMesa［14-15］

和GeoWave［16-17］利用空间填充曲线［18］（space-filling
curve，SFC）对高维时空数据进行降维处理，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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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面向分布式键值存储的统一时空引擎，支

持时空点数据的快速 k近邻查询，但其对时间约

束的处理仍不够灵活。此外，这些时空数据引擎

仅支持传统的点 -点 k近邻查询处理，难以直接应

用于 P2T_kNN查询。THBase［19］基于 HBase的

协处理机制，提供了轨迹数据的存储及 P2T_
kNN查询处理方案，但是并没有考虑轨迹数据的

空间分异性给查询带来的不利影响，数据稀疏区

域的查询性能较低。综上所述，本文工作与现有

工作的异同见表 1。

鉴于现有工作在面对大规模轨迹数据时，难

以进行高效、带有任意时间约束的 P2T_kNN查

询处理，本文利用分布式列式存储技术设计了面

向大规模轨迹数据的 k近邻查询处理框架，提出

了一种融合时空剖分和轨迹分段的轨迹组织方

法，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一种顾及轨迹数据空间分

异性的自适应空间单元搜索算法。本文方法一

方面借助于轨迹数据的时空分段与降维编码，充

分利用列式存储数据库的高效键值检索能力，另

一方面通过感知轨迹数据在给定时间约束下的

空间分异特征，动态调整近邻查询的空间单元搜

索步长。

1 点‐轨迹 k近邻查询

本文主要关注对于轨迹数据，具有一定时间

约束的 P2T_kNN查询处理问题，首先给出相关

的形式化定义。

定义 1 轨迹：移动对象在地理空间中经过的

路径由一系列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轨迹点表示，

T ={ p1…p card (T ) }，其中 pi= (xi，yi，ti)，xi、yi、ti 分
别表示轨迹点的经度、纬度和采样时间，且在一

条轨迹中，∀ 1≤ i< j≤ card (T )，均有 ti< tj。

定义 2 点 -轨迹距离［20］：点 p到轨迹 T的点 -

轨迹距离是 p到 T中所有轨迹点的最小距离，即：

D (p,T) =minq∈ T d ( p,q ) （1）
其中，d ( ∙ )为两点之间的距离函数，在欧氏空间中

一般取 Lp范数。

定义 3 时间约束集合：由互不相交的时间区

间构成的集合，W ={W 1…Wcard (W ) }，其中Wi=
( tis，tie )，tis< tie，ts 表示时间区间的开始，te 表示时

间区间的结束，且 ∀ 1≤ i< j≤ card (W )，tie< tjs。

定义 4 点 -轨迹 k近邻（P2T_kNN）查询：给

定时间约束集合W，空间点 p，近邻数 k，待查询轨

迹集合 ST，P2T_kNN查询是从 ST 中检索出一个

有序集合QT，满足如下条件：

1）card (QT ) = k；
2）∀ T ∈QT，均有 T ∈ ST；
3）∀ Ti ∈QT ，设 p=( xp，yp，tp ) ∈Ti，且是使

Ti成为第 i条近邻轨迹的轨迹点，那么 ∃Wj ∈W，

使得 tp ∈Wj；

4）设 Ti 和 Tj 分别是 QT 的第 i条和第 j条轨

迹，如果 1≤ i< j≤ k，那么D ( p，Ti ) ≤D ( p，Tj )；
5） ∀ Tμ ∈ ST， Tμ ∉QT， Tν ∈QT， 均 有

D ( p，Tμ )>D ( p，Tν )。
在上述 P2T_kNN查询问题的定义中，条件 3）

保证满足时间约束条件，条件 4）说明 QT是按点 -

轨迹距离排序的集合，而条件 5）指出距离查询点

p最近的 k条轨迹一定在输出结果之中。需要说

明的是，时间约束集合W可以包含任意数量的时

间区间，这对轨迹数据的周期性对比分析具有重

要意义，如查询过去 1个月每天同一小时内前 k
条近邻轨迹的分布和移动信息，用于挖掘蕴含其

中的规律或异常。

2 P2T_kNN查询框架

BigTable是第一个面向列的存储模型，采用

了基于内存表和 SSTable的存储技术［21］。与模

式固化的关系型数据库相比，列式存储具有自由

模式表达和分布式组织等特征，支持海量存储、

高并发访问和弹性扩展。因此，本文基于分布式

列式存储技术设计了面向 P2T_kNN查询的处理

表 1 近邻查询相关工作比较

Tab. 1 Comparison Between Related Works on Nearest Neighbor Query

统计项

P2T_kNN
文献[7-8]

MD-HBase[10-11]、G-HBase[12]

GeoMesa[14-15]、GeoWave[16-17]

THBase[19]

输入

时间约束、空间点

空间点

空间点

时间范围、空间点

时间范围、空间点

输出

Top-k近邻轨迹

Top-k近邻轨迹

Top-k近邻点

Top-k近邻点

Top-k近邻轨迹

扩展性

可扩展

不可扩展

可扩展

可扩展

可扩展

时空支持

时空

空间

空间

时空

时空

平台

NoSQL
单机

NoSQL
NoSQL
NoS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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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如图 1所示。在轨迹数据组织方面，数据表

以轨迹标识符为行键来存储整条轨迹，而索引表

以时空剖分形成的单元编码为行键来存储落入

对应时空范围内的轨迹片段；在近邻查询处理方

面，首先基于空间的递归剖分机制确定搜索空间

单元的起点和步长，然后依据时空编码从索引表

检索出候选的轨迹片段，最后进行过滤和排序处

理，以得到满足查询条件的轨迹标识符，据此从

数据表中获取完整的 k条近邻轨迹。

将高维轨迹数据存储于分布式列式存储数

据库中，并服务于高效 P2T_kNN查询处理，面临

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保证轨迹数据的时空聚集性，

即时空邻近的轨迹在数据库中也应聚簇存储，以

降低查询过程中的随机磁盘访问代价。为此，本

文提出了一种融合时空剖分和轨迹分段的轨迹

组织方法，首先对轨迹对象在时间上进行剖分，

然后对每个时间分区内的子轨迹，利用离散全球

网格系统（discrete global grid system，DGGS）［22］

在空间上进行二次剖分，最终对由两次剖分得到

的时空单元进行编码，以此索引落在其中的轨迹

片段，从而实现高时空聚合的轨迹数据组织。

2.1 轨迹数据时空分段组织

考虑到轨迹数据的时空跨度较大，本文提出

了一种基于轨迹片段的数据组织方法，即对完整

的轨迹对象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进行两次剖分，

以得到轨迹片段，最终以轨迹片段为单位对轨迹

数据进行存储与管理。图 2示意了轨迹对象的时

空剖分方法，步骤如下：

1）在时间维度上进行分割，将一条轨迹的轨

迹点划分到不同的时间 Bin中，落在同一时间 Bin
内的轨迹点即构成了一条子轨迹；

2）在同一时间 Bin内，利用递归四叉剖分的

DGGS在指定层级对全球地表空间进行剖分，从

而形成覆盖范围相同的空间单元，落在同一空间

单元内且属于同一条轨迹的轨迹点即构成了一

个轨迹片段；

3）按时空邻近性，将轨迹片段存储于分布式

集群的不同节点中。

2.2 时空单元编码

一方面，轨迹片段总是与时空单元关联，另

一方面，列式存储数据库仅支持一维索引。因

此，本文进一步研究时空单元的降维编码问题。

SFC是一种常用的降维手段，也易于扩展到多

维。由于时间维与空间维在量纲与尺度上的巨

大差异，利用 SFC进行时空一体的三维降维将带

来严重的死空间问题。因此，本文提出时空分治

的串接编码方法，具体是使用二维的 Z阶曲线来

编码由 DGGS剖分得到的空间单元，然后与时间

编码进行串接。为了适配不同时空侧重的查询

类型，本文提出了 3种时空串接的单元编码方案。

其中，时间编码可根据具体应用选取年、月、周、

日、时、分、秒等不同的最小编码粒度，而空间单

元的编码精度与 DGGS剖分时指定的层级相关。

层级越高，则递归剖分的次数越多，全球范围内

空间单元的数量也越多，每个空间单元所覆盖的

地理范围越小。空间单元的编码精度用 log2 m表

示，其中，m表示最大的编码值，如图 2所示的

DGGS剖分得到的空间单元编码精度为 4。时空

串接编码方案如图 3所示。

图 1 P2T_kNN查询处理框架

Fig. 1 Framework of P2T_kNN Query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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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空（temporal-spatial，TS）编码，将顺序时

间编码（即按时间粒度由大到小顺序排列的时间

编码）与空间上的 Z阶曲线编码串接。该编码顺

序适用于时间约束以最小时间编码粒度为单位

的 P2T_kNN查询。

2）空时（spatial-temporal，ST）编码，将空间上

的 Z阶曲线编码串接顺序时间编码。该编码方案

仅适用于时间跨度很小的轨迹数据集，在实践中

一般很少用到。

3）时 空 时（temporal-spatial-temporal，TST）
编码，该编码方案可以有不同的串接顺序。如前

置时间编码为年月日，后置时间编码为时，从而

将同一天内的轨迹数据聚集在一起，适用于时间

约束以天为单位的 P2T_kNN查询；又如前置时

间编码为年月时，后置时间编码为日，从而将同

一个月每天某个相同小时内的数据聚集在一起，

因而适用于时间约束为一个或几个月每天同一

小时的 P2T_kNN查询。

3 P2T_kNN查询算法

P2T_kNN查询算法主要通过不断搜索相关

时空单元，直到获取满足时间约束且与查询点近

邻的 k条轨迹，或达到所设定的最大查询空间范

围阈值。空间单元的编码精度对 P2T_kNN查询

的性能有重要影响：在数据稀疏区域，低精度编

码意味着更大的空间单元，在相同搜索次数下可

以覆盖更广的范围，使得近邻搜索的效率更高；

在数据稠密区域，所需搜索的空间范围小，高精

度编码更为合适，以避免取出大量假阳性轨迹

片段。

为了兼顾不同密度区域的近邻搜索效率，本

文提出了一种顾及数据空间分布的自适应空间

单元搜索算法，即通过感知轨迹数据在给定时间

约束下的空间分异特征，动态调整近邻查询的空

间单元搜索步长。这样便可将轨迹数据存储于

某一较高的空间单元编码精度下，在处理数据稀

疏区域时，算法可以根据空间的递归剖分机制，

利用上层更大步长的空间单元来进行近邻搜索。

图 3 时空串接编码结构

Fig. 3 Structure of Spatiotemporal Concatenated
Encoding

图 2 轨迹数据时空分段组织及分布式存储

Fig. 2 Spatiotemporal Segmentation Organization and Distributed Storage of Trajectory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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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搜索‐过滤算法

P2T_kNN查询算法可分为搜索和过滤两个

阶段。在搜索阶段，通过搜索查询点周围的空间单

元，得到距离查询点最近且满足时间约束的、属于 k

条不同轨迹的轨迹片段，包括如下几个子任务：

1）计算点到空间单元的距离。设查询空间

点 qk=( xq，yq )，空间单元 c=( x 1，y1，x2，y2 )，其
中，( x 1，y1 )为左下角点，( x2，y2 )为右上角点，且 qk
不在空间单元 c内，即 xq< x1 或 xq> x2，yq< y1
或 yq> y2。则空间点 qk到空间单元 c的距离为：

D (qk,c) =
ì

í

î

ïï
ïï

min ( )|| yq- y1 , || yq- y2 ,x1 ≤ xq ≤ x2

min ( )|| xq- x1 , || xq- x2 , y1 ≤ yq ≤ y2

min ( dbl,dul,dur,dbr ),其他

（2）

式 中 ，dbl= d ( qk，( x 1，y1 ) )，dul= d ( qk，( x 1，y2 ) )，
dur= d ( qk，( x2，y2 ) )，dbr= d ( qk，( x2，y1 ) )。

2）获取给定空间单元的 8个相邻空间单元编

码。以图 4中编码为 26的空间单元为例说明在 Z
阶曲线中获取相邻空间单元的方法，由进制转换

可得 (26)
10
= (011010)

2
，将其分解到经纬度方

向，则经度方向二进制编码为 011，纬度方向二进

制编码为 100。此时，若需获取其左上方相邻空

间单元的编码表示，则由空间相对位置可知，需

要在经度方向减 1得 010，纬度方向加 1得 101，再
对其进行交叉编码即可得 (011001)

2
= (25)

10
。

其余 7 个方向相邻空间单元编码的计算方式

类似。

3）由空间单元及时间约束集合获取索引表

中对应的行键区间集合。首先将空间单元对应

的空间范围及查询的时间约束集合转化为索引

表的行键区间集合，然后使用非关系数据库接口

来获取轨迹片段。其转化过程如图 5所示。

在精过滤阶段，取出落在以查询点为圆心、

以查询点到搜索阶段最远轨迹片段距离为半径

的圆形区域内，并满足时间约束的所有轨迹片

段。最终结合两阶段的查询结果，得到距离查询

点最近的 k条轨迹的标识符，即可从数据表中取

出完整的轨迹数据（算法 1）。

3.2 数据分布自适应空间单元搜索

在轨迹数据密集区域，算法 1可以实现高效

的 P2T_kNN查询，但是在数据稀疏区域，算法 1
的查询性能将急剧下降。这是由于在数据稀疏

区域，落在查询点附近空间单元内且符合时间约

束的轨迹片段数量很少，甚至为零，使得获取 k条
近邻轨迹需要搜索非常大的空间范围。在这种

情况下，需要查询的空间单元数量呈指数级增

长，使得相对于数据密集区域，其数据库访问次

数大大增加，从而降低了查询效率。为了定量研

究轨迹大数据的空间分异性给 P2T_kNN查询带

来的不利影响，本文引入空间单元的 k率来对此

进行分析。

定义 5 空间单元的 k率：给定时间约束集合

图 4 获取给定空间单元的 8个相邻空间单元

Fig. 4 8 Adjacent Spatial Cells of a Specific Spatial Cell

图 5 由时空范围获取索引表对应的行键区间集合

Fig. 5 Row Key Range Set Corresponding to Index Table from Spatiotemporal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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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W 1…W card (W ) }，空间单元 c=（x1，y1，x2，y2），

近 邻 数 k，轨 迹 集 合 ST 满 足 ：∀ Ti ∈ ST，∃ p=
(xp，yp，tp) ∈ Ti， 使 得 x1 ≤ xp ≤ x2，y1 ≤ yp ≤
y2，tp ∈Wj，且Wj ∈W。则空间单元的 k率为：

Pk=
card ( ST )

k
（3）

在空间单元 k率的基础上，本文设计了一种

能够感知轨迹数据在给定时间约束下的空间分

异特征，并动态调整空间单元搜索步长的近邻查

询算法，从而在数据疏密程度不同的区域均可实

现高效的 P2T_kNN查询。具体来说，在搜索阶

段开始之前，先根据给定查询点周围及时间约束

集合内的数据疏密程度，确定合适 k率的空间单

元步长，再用此步长进行搜索。

图 6展示了 k为 3时不同步长的空间单元搜

索过程（设图 6中所有轨迹点都落在给定的时间

约束集合内），其中，红色矩形框代表以底层空间

单元为步长的搜索过程，阴影部分区域代表以其

父空间单元为步长的搜索过程。1个父空间单元

对应 4个子空间单元，从而将 4次单行键的索引

表访问合并为 1次连续行键区间的索引表访问，

有效减少了索引表访问次数，提升了查询效率。

显然，在 k值更大且数据十分稀疏的区域中，效果

提升将更加明显。

根据轨迹数据在时间约束下的空间分布确

定搜索空间单元的步长时，有如下两个子任务：

1）获取当前空间单元的父空间单元。在 Z阶

曲线中，将子空间单元编码的二进制表示去掉最

后两位，即可得到父空间单元的编码。如精度为

6的空间单元 (26)
10
= (011010)

2
，由于其父空间

单元精度为 4，将其二进制编码去掉最后两位，即

可得其父空间单元编码为 (0110)
2
= (6)

10
。

2）根据精度为 m 1的空间单元编码确定精度

为m 2的空间单元编码区间（m 1 < m 2）。在确定合

适搜索步长的空间单元后，可能得到精度较低

（以 m 1表示）的空间单元编码，但是在索引表中，

数据是以固定的较高精度（以 m 2 表示）存储的。

为了从索引表中取出精度为 m 1的空间单元对应

范围内的轨迹片段，需将其编码转化为精度为 m 2

的空间单元的编码区间。在 Z阶曲线中，其转化

过程如下：所求区间的起始值在精度为m 1的空间

单元编码值二进制表示后补足m 2 - m 1个 0，结束

值补足m 2 - m 1个 1。
算法的详细过程为：首先，确定查询空间点

所在的空间单元；然后，通过并行方式计算该空

间单元内轨迹对象的数量，并判断其 k率，若未达

到指定 k率，则获取当前空间单元的父空间单元，

并重复上述操作，直到其 k率满足要求为止。

4 轨迹大数据 k近邻查询实验与结

果分析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 P2T_kNN查询框架及

处理算法的有效性，利用 Apache HBase 1.4.9搭
建了原型系统，运行在由 3个节点组成的集群上，

包括 1 个 HMaster节点和 2 个 Region Server节
点，每个节点均配有 CentOS 7.5.1804操作系统、

3.60 GHz Intel Core i7-7700 CPU、32 GB内存，以

及 6 TB 5425 RPM硬盘。实验数据为中国湖北省

武汉市 2015-05-01－2018-05-31的 103 905 394条
出租车轨迹，平均每条轨迹包含约 97个轨迹点，共

719.1 GB。
实验数据库由 1个数据表和 3个空间编码精

度均为 40的索引表构成，分别对应 3种不同的编

码方案：编码Ⅰ为 TS编码，编码顺序为年月日

时+空间编码，编码Ⅱ为 TST编码，编码顺序为

年月日+空间编码+时，编码Ⅲ为 TST编码，编

码顺序为年月时+空间编码+日。在本文实验

中，输入的查询时间约束和查询点均基于有效时

空范围随机生成，而查询响应时间为 1 000次查

询的平均响应时间。

4.1 不同编码方案适用的查询场景

为了验证不同时空串接编码方案所适用的

查询场景，分别在时间约束为 1 h、1 d以及 1个月

每天同一小时的情况下，基于 3个不同编码的索

引表进行了查询处理，实验结果见图 7。
由图 7可得，编码Ⅰ、Ⅱ、Ⅲ分别适用于时间

约束为 1 h、1 d和 1个月每天同一小时的查询。

图 6 k为 3时不同步长空间单元的搜索过程

Fig.6 Searching Process of Asynchronous Step Size
When k 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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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由编码的时空聚集性决定的，以编码Ⅱ为

例，它将同一天落在相邻空间单元内的轨迹片段

聚簇存储，对于时间限制为 1 d的查询，可极大地

减少磁盘随机读取的次数，从而降低查询的输入

输出延时。对于时间限制为 1 h或 1个月每天同

一小时的查询，编码Ⅱ将取出大量的假阳性轨迹

片段，增加后续过滤的负担，从而降低查询效率。

同样，编码Ⅰ和编码Ⅲ分别将落在相邻空间单元

内 1 h和 1个月每天同一小时的轨迹片段聚簇进

行存储，从而分别适用于各自的查询场景。

4.2 自适应空间单元搜索性能提升测试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的数据分布自适应空间

单元搜索算法的性能增益，在编码Ⅱ的索引表上

进行了时间约束为 1 d的查询对比实验。实验结

果见图 8。从图 8中可以得出：利用本文所提出的

自适应空间单元搜索算法，查询响应时间可以从

9 s左右缩短到 500 ms以内，且其响应时间对 k值

变化的敏感度更低，这主要得益于 k率的引入，使

得搜索空间单元的步长选取同时考虑了轨迹数

据的空间分布和 k值输入。

图 9是 k值为 10且 k率为 1时的查询响应时

间分布图。从图 9中可以看出，在未采用自适应

空间单元搜索算法的情况下，P2T_kNN查询只

能在数据稠密区域（武汉市中心区域）达到良好

的效果，而在数据稀疏区域，由于需要搜索的实

际空间范围增大，需要搜索大量的小空间单元，

导致频繁的数据库读取操作，使得其查询响应时

间迅速上升。使用本文提出的自适应空间单元

搜索算法可以动态调整空间单元的搜索步长，从

而 有 效 减 少 数 据 稀 疏 区 域 的 搜 索 次 数 ，使 得

P2T_kNN查询在整个武汉市区域内均能达到良

好的效果。

4.3 空间单元 k率对查询耗时的影响

为了定量研究轨迹大数据的空间分异性对

于 P2T_kNN查询性能的影响，在编码Ⅱ的索引

表上进行了时间约束为 1 d不同 k率设定下的查

询实验。从图 10的实验结果中可以得出，随着 k
率的增加，查询性能逐渐上升，在 k率达到 0.5之
后，查询响应时间逐渐趋于平衡。这是由于随着

k率的上升，空间单元的搜索步长变大，减少了数

据稀疏区域的搜索次数。当然，k率的取值不能

过大，否则会使得每个空间单元内的数据过多，

从而增加数据读取和过滤的负担。从本文的实

验结果中可以得出，在 k率取值在 0.5~2.0时，查

询均具有良好的效果。

5 结 语

为了高效处理轨迹大数据的 P2T_kNN 查

询，本文提出了面向分布式列式存储数据库的近

邻查询处理框架及其搜索算法。该框架首先基

于时空剖分单元对轨迹进行分段组织，并利用时

空串接编码实现轨迹片段的时空聚簇存储；其次

设计了一种能够感知轨迹数据在给定时间约束

下的空间分异特征，并动态调整空间单元搜索步

图 7 不同时间约束下的 P2T_kNN查询实验

Fig. 7 P2T_kNN Query Experiments Under Different Time Constraints

图 8 时间约束为 1 d的查询对比实验

Fig. 8 Query Comparison Experiment with Time
Constraint of 1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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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近邻搜索算法，极大地提升了数据稀疏区域

的处理效率。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所设计的时空

串接编码能够适用于不同时间约束的查询场景，

且提出的自适应空间单元搜索算法无论在数据

稠密还是稀疏区域都具有优异的表现，针对亿级

轨迹数据集的实验结果表明，千次随机查询的平

均响应时间优于 1 s。
本文提出的自适应搜索策略适用于任何基

于递归剖分的 DGGS，具有较强的可扩展性，可

无缝对接其他的剖分框架，如 S2 Geometry［23］、
H3［24］等。尽管本文提出的自适应空间单元搜索

算法考虑了轨迹数据的空间分异特征，但是其时

空单元的编码长度固定在某一精度上。下一步

将研究基于时空分异特征的轨迹大数据编码与

组织方法，以及相应的 P2T_kNN优化查询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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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N Query Processing for Trajectory Big Data Based on Distributed

Column‐Oriented Storage

YU Liebing 1 XIANG Longgang 1 SUN Shangyu 1 GUAN Xuefeng 1 WU Huayi 1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in Surveying, Mapping and Remote Sensing,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Objectives: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mobile object tracking technologies, huge volumes of spa‐
tiotemporal data have been accumulated in the form of location trajectories. Such data bring us new opportu‐
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efficient trajectory retrieval. Among them, point to trajectory k nearest neighbor
(P2T_kNN) query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many mobile object‐oriented analyses and applications. It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racing the source of infectious diseases, recommending travel routes, and generating and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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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ing local road networks based on trajectories.Methods: Aiming at the requirement of efficient P2T_kNN
query processing for large‐scale trajectory data, a trajectory organization method combining spatiotemporal
segmentation and trajectory segmentation is proposed. The core idea is to use the discrete global grid sys‐
tem (DGGS) to segment the trajectory in spatial based on the previous time division. The spatiotemporal
cell encoding is applied to index the trajectory segments falling in it. In order to realize efficient encoding of
spatiotemporal cells, three concatenated encoding structures of spatiotemporal divide and conquer are pro‐
posed to solve the huge difference in dimension and scale between temporal dimension and spatial dimen‐
sion. Based on above, a P2T_kNN query processing framework for distributed column‐oriented storage is
designed, and an adaptive spatial cell search algorithm that takes into account the spatiotemporal distribu‐
tion of trajectory data is proposed. The step size for spatial cell searching is adaptively set according to the
spatial stratified heterogeneity of the trajectory data under the given time constraint, which greatly improves
the search efficiency of areas with sparse trajectory data.Results: Experimental results based on billion‐level
trajectories show that the method is suitable for P2T_kNN query processing of big trajectory data. (1) Dif‐
ferent encoding structures are suitable for different query scenarios. Appropriate encoding structure can be
used to make query response time less than 1 s. (2) Adaptive spatial cell search algorithm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query efficiency, making the average query response delay of random one thousand queries less
than 1 second on both dense and sparse areas. (3) The spatial cell s k rate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query. After the k rate reaches 0.5, the query response time tends to balance.Conclutions: We propose a
nearest neighbor query processing framework and its search algorithm for distributed column‐oriented storage.
Firstly,the framework organizes the trajectory in segments based on the spatiotemporal cells,and uses con‐
catenated spatiotemporal encoding to realize spatiotemporal cluster storage of trajectory segments.Second‐
ly, an algorithm that can perceive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rajectory data under a given
time constraint and dynamically adjust the search step size of the spatial cell is designed, which greatly im‐
proves the processing efficiency of the data sparse area. The adaptive search strategy is applicable to any
DGGS based on recursive subdivision, and it has strong scalability and can seamlessly connect with other
subdivision frameworks, such as S2 Geometry, H3, etc.
Key words：trajectory data；k nearest neighbor query；spatiotemporal encoding；adaptive search;distributed
column‐oriented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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